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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助农公司部分常用动保产品价目表简介 

报价日期：2018 年 2 月 3 日 

我公司目前销售的兽药、生物制品、饲料添加剂、除四害、牧草品种、养殖器械等

有数千个品种，可能是目前国内这方面品种最多的公司，你找不到的产品在我公司可能

都有，支持在淘宝（http://gxzn99.taobao.com/）、天猫（http://zncwyp.tmall.com/）、微

信上购买（添加 18076549930 或 15578100088 为好友）。价格可以随时有变动请理解。 

今后，在养殖中遇到你在当地找不到的、急需的产品、特殊的产品可以给我们一个

电话（0771-3815862/3103310/3800156），或许就可以找到，并可以安排快速发货。 

同时，广西助农的全资子公司南宁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还是一家专业生产复合微

生物制剂与复合酶制剂的厂家，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如

饲料发酵剂类的：“加强型活力 99 生酵剂”、“粗饲

料降解剂”、“EM 菌青贮饲料发酵”； 饲喂拌料类

的“养猪专用复合益生菌”、“养鸡专用复合益生菌”、

“牛羊养殖专用复合益生菌”；环保类的“加强型活

力发酵床复合菌”、“养殖场污水生物处理剂”；粪

污发酵专用的“猪粪专用高温菌发酵剂”、“家禽粪

便专用高温菌发酵剂”、“堆肥快速腐熟剂”、“畜

禽流体粪污快速发酵剂”等都是由我们工厂生产的。

产品畅销到全国各省市以及十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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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养殖场常用“微生物+”推荐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 规格报价 主要用途与用法用量 

加强型活力 99

生酵剂 

200g/8.5-10 元/

包，80 包/件 

一种全能型功能强大的饲料发酵剂，发酵饲料轻易成功；

液体益生菌制作剂，可能是国内销售更大的饲料发酵剂 

加强型粗饲料

降解剂 

200g/10-13 元 /

包，80 包/件 

能够将所有廉价的粗饲料与糟渣饲料快速转为营养饲料，

速度快，效果直观显著，豆渣、秸秆、木薯渣等用量大 

养猪专用复合

益生菌 

1kg/35-40 元 /

包，15 包/件 

养猪饲料制粒、直接拌料、饮水，每包用于 2-3 吨饲料，

一周体现效果直观成本低廉，仅广西超 5 千家猪场使用 

加强型多功能

猪用加酶复合

益生菌 

200g/10-12 元 /

包，80 包/件 

由 12 种益生菌、复合酶、氨基酸组成。 快速降低臭味氨

气、苍蝇密度；降低料耗、促进生长、提前出栏；提升肠

道健康水平、母猪繁殖性能，减少用药和死亡淘汰率 

养鸡专用复合

益生菌 

1kg/34-38 元 /

包，15 包/件 

饲料制粒、养鸡直接拌料、饮水，每包用于约 2-3 吨饲料，

降低料耗，减少臭味氨气，广西上千家鸡场使用 

鸭鹅养殖专用

复合益生菌 

1kg/35-40 元 /

包，15 包/件 

饲料制粒、养鸭鹅直接拌料、饮水，每包用于约 2 吨饲料，

快速消除臭味腥味，使用 1 次就被效果折服 

牛羊养殖专用

复合益生菌 

1kg/38-43 元 /

包，15 包/件 

牛羊养殖直接拌料、饮水，每包用于约 1-1.5 吨精饲料中，

使用后健康问题减少，目前广西 5 百余个使用验证 

高效持久生物

除臭消毒剂 

200g/22-30 元 /

包，80 包/件 

生物消除除臭，效果快速，对人畜无副作用用于 700 平方

米消毒面积，效果人见人爱的产品，生态养殖场常用 

养殖场污水生

物处理剂 

1kg/32-40 元 /

包，15 包/件 

提升沼气能力，快速降低 COD、氨氮、总磷，消除恶臭，

短时间达到农用水或排放标准，广西数千养殖场常用 

加强型EM菌青

贮饲料发酵剂 

200g/15-20 元 /

包，80 包/件 

真正包含青贮的专业菌种产品，比自然青贮速度快数倍，

效果明显更好，1 包发酵 2-3 吨，青贮饲料从此变得轻松 

猪粪专用高温

菌发酵剂 

200g/10-15 元 /

包，80 包/件 

针对猪粪营养设计的高温菌种，快速升温到 70℃以上，7-10

天完成发酵转化为生物菌肥，1 包发酵 2-3 吨猪粪 

家禽粪便专用

高温菌发酵剂 

200g/10-15 元 /

包，80 包/件 

针对家禽粪营养设计的高温菌种，快速升温到 70℃以上，

7-10 天完成发酵转化为生物菌肥，1 包发酵 2-3 吨家禽粪

便 

加强型堆肥快

速腐熟剂 

200g/10-15 元 /

包，80 包/件 

牛羊草食动物等特种动物粪便快速发酵剂，各种垃圾果蔬

下脚料均可发酵，7-10 天完成发酵，每包可以发酵 1-2 吨 

高级果蔬水肥

快速发酵剂 

500g/35-40 元 /

包/30 包/件 

由十几种益生菌+酶制剂复合而成，专门针对优质果蔬所

需的水肥、堆肥进行快速无臭发酵，7-20 天发酵完成 

加强型活力发

酵床复合菌 

500g/60-65 元 /

包，30 包/件 

垫料发酵床养牛、猪、鸡、蛇专业菌种，菌群强大，成本

低操作简单，分解粪便除臭速度快，每平方用 2-3 元 

高热腐熟菌 500g/60-65 元 / 针对病死动物尸体处理、化尸池除臭和快速化解，促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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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30 包/件 床下面粪便自动发酵，垃圾顽固性发酵废弃物的发酵降解 

畜禽流体粪污

快速发酵剂 

1kg/100-120 元/

包，15 包/件 

低成本解决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和环保问题的核心创新产

品，能够减少环保投入约 80%，粪污处理减少约 70%。 

高密度水产养

殖复合益生菌 

500g/22-25 元 /

包，30 包/件 

高密度水产养殖运用后能够显著改善水产动物的健康程度

与水质，可以拌料、泼洒、发酵水产动物饲料等 

99 健胃消食促

长剂 

1kg/20-25 元 /

包，20 包/件 

销量极大的健胃消食促长产品，安全无违禁，效果快速直

观，一次使用终身回头客，数千养殖场常年使用的产品 

注：各地运输和人工成本等因素，上表价格仅供参考，少量购买可能是上表中的最高价，

整件购买可以享受上表中的最低优惠价，一次性购买 500 元以上包快递费。 

二、广西助农优质高产牧草品种一览表 

紫 色 皇 竹

草 

1000 芽以下 0.4 元/

芽，1000 芽以上 0.3

元/芽。目前暂不能按

吨销售 

参数几乎与新型皇竹草相当，维生素比新型皇竹草

强，紫色的非常漂亮人见人爱，建议少量引种种植作

为观赏、饲养特种动物、品种改良等。 

新 型 皇 竹

草 

1000 芽以下 0.4 元/

芽，1000 芽以上 0.3

元/芽，1500 元/吨 

多年前改良的牧草品种，营养丰富，汁多口感好，是

各种性牲畜、家禽和鱼类的饲料。播种时间 3-7 月，

每亩使用 1000-2000 芽，产量 15-25 吨，最高超 32

吨，是目前已知禾本科牧草可能是产量最高的牧草品

种。 

台 湾 甜 象

草 

1000 芽以下 0.3 元/

芽，1000 芽以上 0.2

元/芽，1500 元/吨 

抗寒能力强于皇竹草，粗蛋白等含量稍低于皇竹草，

适口性稍优于皇竹草。播种时间 3-7 月，每亩使用

1000-2000 芽，产量 14-25 吨 

糖蔗 1号牧

草 

1000 芽以下 0.4 元/

芽，1000 芽以上 0.3

元/芽， 2500 元/吨。 

糖度最高达 18，比较耐旱的高产高能牧草，茎叶无毛

动物喜吃，饲喂效果远超象草、桂牧一号、皇竹草、

甜象草、巨菌草等，非亚热带 3-7 月种植（也可以种

植在大棚中，四季可以种植和产出），南方亚热带四

季种植，年亩产 13-23 吨，宿根性一次种植连年采收。

量大按吨计算，一吨种茎约有 3 万芽节，可以种植 15

亩左右， 

蜜蔗 1号牧

草 

1000 芽以下 0.5 元/

芽，1000 芽以上 0.4

元/芽， 3000 元/吨。 

高能量牧草品种，茎叶无毛适口性更好，动物更喜吃，

产量、营养、适口性综合性能可能是当前极佳的牧草

新品种。非亚热带 3-7 月种植（也可以种植在大棚中，

四季可以种植和产出），，南方亚热带四季种植，高

产不耐旱，亩产 15-25 吨，年最高亩产鲜草可能超过

30 吨. 宿根性一次种植连年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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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蔗 2号牧

草 

 100-1000芽：1元/芽；

1000 芽以上：0.8 元/

芽。每吨约有芽节 1万，

可以种植约 10 亩， 

7000 元/吨。 

目前最新品种，适口性、产量、营养都超越巨菌草、

新型皇竹草、、象草、桂牧一号等，含糖高碳水化合

物高，滥生高吸水吸肥，产量比糖蔗 1 号牧草更高。

亚热带四季可以种植，其它地区播种时间 3-7 月，每

亩使用 1000-2000 芽，产量 15-25 吨，最高可能超过

30 吨。 

苎麻 1号蛋

白牧草 

50 元/公斤，10 公斤以

上 45 元 

名副其实药草兼用高赖氨酸含量的植物蛋白质饲料。

经饲养猪等经济动物进行对比试验，经济效益提高明

显，是种植玉米效益的 6 倍以上。播种时间 2-8 月，

每亩用种根茎 15-20 公斤，亩产 15-18 吨 

大 叶 速 生

槐 蛋 白 牧

草 

60 元/公斤，10 公斤以

上 55 元,50 公斤以上

50 元 

大叶槐生长快、产量高、抗逆性强，种植当年亩产鲜

茎叶可达 0.5 - 0.8 万公斤，以后其产量更会逐年提

高，大叶速生槐风干物含粗蛋白 22.8%，2kg 槐叶粉

相当于 1kg 豆饼的粗蛋白质含量，其营养、质量和收

益等综合效益居各类豆科牧草之首。 

墨 西 哥 玉

米草 

1kg*25 包/袋，40 元/

公斤 

优质适口性好，青香可口，消化率高，一般直接鲜草

饲喂牛羊兔鱼猪等，晒干或制作青贮饲料也可,营养

价值丰富,播种时间 3-9月，每亩使用 1kg,产量 10-15

吨 

得 力 高 丹

草种 

1kg*25 包/袋，25 元/

公斤 

美国得力高丹草即杂交苏丹草，综合了高粱叶宽和苏

丹草分蘖力、再生力强的优点，杂种优势非常明显。

播种时间 9-2 月，每亩使用 1kg,亩产 8-12 吨 

维 多 利 亚

多 年 生 黑

麦草 

500g*50 包/袋，24 元

/500 克 

耐践踏性、剪割后再生性强黑麦草品种,柔嫩多汁，

适口性好，各种家畜均喜采食，适宜青饲、调制干草

或青贮，亦可放牧。播种 9-2月，每亩使用 1kg,亩产

8-12 吨 

多 糖 一 年

生黑麦草 

1kg*25 包/袋。25 元/

公斤 

新一代的宽叶型四倍体一年生禾本科牧草，叶片宽

大，鲜嫩多汁，糖分高。播种 9-2 月，每亩使用 1kg,

亩产 8-12 吨 

大叶菊苣 
500g*50 包/袋，60 元

/500 克 

菊苣用途甚广，营养价值高,因适口性极佳，所有的

家畜家禽及草鱼均喜食，对于拉稀的畜禽有明显止泻

功能。播种时间 9-3 月，每亩使用 250g,亩产 10-15

吨 

南 半 球 紫

花苜蓿 

500g*50 包/袋，38 元

/500 克 

草质好、适口性强 茎叶柔嫩鲜美，不论青饲、青贮、

调制青干草、加工草粉、用于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

各类畜禽都最喜食。播种时间，9-3 月，每亩使用 2

公斤，产品 6-8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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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三叶草 
500g*50 包/袋，25 元

/500 克 

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纤维素，又耐刈割，是牛、马、

羊、兔的良好饲草，该草根、茎、叶具有清、凉血、

安神等药用价值。播种 3-9 月，亩用 1kg,产量 3-4 吨 

新型皇竹草、台湾甜象草、糖蔗 2 号牧草、苎麻 1 号蛋白牧草、蜜蔗 1 号牧草、糖蔗 1

号牧草运费自付或另外计算，按吨购买的客户，我公司负责包装上车，运费由客户承担。

量大客户可来电咨询，享受更多优惠。其它牧草品种一次性购买 150 元以上包邮快递费，

低于 150 元每次快递费 10 元。 

三、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除四害产品一览表 

商品全名 商品规格 售价 产品简介 

5%高效氯氰菊酯

悬浮剂（5%杀虫悬

浮剂）-北京绿叶 20 瓶/件 40 

安全环保，无气味，无痕迹,针对蚊子、蝇子、

蟑螂、下水道虫抗药性设计配方,干净卫生，稀

释后喷洒外墙使用有效期长达 3 个月. 

杀蝇饵剂-北京绿

叶 

5g*20 包

*40 合/件 10 

微毒，安全，对人畜无害。苍蝇碰到药后，抽

搐几秒，便会倒下。适合家庭，酒店，宾馆等

卫生要求高的场所使用，以及养殖场等苍蝇繁

多的地方。 

杀蟑饵剂 10g（专

杀德国小蠊）-北

京绿叶 

10 克*50

包*12 合/

箱 1.2 

高效杀虫灭卵，不仅能杀死大量蟑螂，而且可

以阻滞虫卵孵化，造成蟑螂畸形死亡，从而达

到种群灭蟑的独特功效。且蟑螂有恶习,喜食同

伴尸体，如此，一只死，则全巢死！尤其对德

国小蠊有特效！ 

畜禽专用棒棒蚊

香 

40 支/包

*10 包/件 0.9 

传承中药古方融入现代科技技术，燃烧稳定，

气味芳香纯正，不刺鼻，对人畜无任何毒副作

用。使用方便；直接放到干燥地面可燃烧 8-12

小时左右 

杀蚁饵剂-北京绿

叶 

5g*50 包/

盒*20 盒 

1000 包/

箱 1 

有效杀灭蚂蚁，经济实惠，适合于灭杀红火蚁，

小黄家蚁，黑蚂蚁、大头蚁、洛氏路舍蚁等。 

灭蚊王/灭蚊香--

柳州万友 

30 包*4/

件 4 

灭蚊子药檀香专杀蚊子、苍蝇蟑螂等害虫，适

用于宾馆、饭店、卫生间，本品对人畜无害。 

万友粘鼠好/粘鼠

板 A68--柳州万

友 100 张/件 3 

外壳是加厚硬纸板，内附强力胶水，高温不流，

低温不凝，能够长期保持粘性，不仅能粘住老

鼠还能粘住蟑螂、苍蝇、臭虫、蜈蚣等昆虫。 

粘鼠大侠---柳州

万友 300 张/件 1.5 

外壳是硬纸板，内附强力胶水，高温不流，低

温不凝，能够长期保持粘性，不仅能粘住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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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粘住蟑螂、苍蝇、臭虫、蜈蚣等昆虫。 

万友杀虫粉/增效

百虫灵---柳州万

友 250 瓶/件 0.6 

本品高效、廉价、杀虫广谱、使用安全、对人

畜安全；广泛用于家庭、工厂、养殖场。适应

对象：虱子，跳蚤，蚂蚁。 

万友臭虫一次净

--柳州万友 

120ml*10

0 瓶/件 8 

本品用于杀灭臭虫有特效，也可杀灭白蚁、蟑

螂、蚂蚁、虱子、跳蚤、蚊蝇及家畜体外寄生

虫。 

灭蟑净 5g——柳

州万友 

20 盒*50

包/件 1 

诱杀蟑螂（大蠊、德国小蠊）具有引诱力强、

杀灭彻底之特点，此药适应于厂矿、家庭、宾

馆、船舶，是家庭和公共场所杀灭一切大小蟑

螂的最佳药品，对人畜无害。 

万友灭蟑一扫光

-----柳州万友 

40 小盒/

大盒*10

大盒/件 3 

本产品针对蟑螂蚂蚁{德国小蠊}潮虫，相互传

染、互相残杀、连锁杀灭。环保卫生。对人畜

无害。 

蟑蚊净---柳州万

友 

500ml*20

瓶/件 37 

本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微粒加工技术，具有高

效、低毒、击倒快、杀死迅速等特点，是杀灭

蟑螂、蚂蚁、跳蚤、苍蝇的特效药。 

2A 粘蝇好---柳

州万友 

1000 张/

件 0.5 

本品安全无毒，用胶水粘着的方式灭蝇，无药

物添加，放心使用。 

桶装蚊香--柳州

万友 

20 盘装

/18 桶/件 10 

针对野外羊圈牛圈猪圈等禽类专用。家庭灭蚊

也可以使用，对人畜无害的。药效足，非便宜

地摊半药效产品。 

灭蟑螂蚂蚁净（3

管）---柳州万友 

30 小盒

*30 条/件 1.5 

由中草药食料、引诱饵剂组成，对人畜无害，

对各种大小蟑螂、红黑蚂蚁有效；杀灭蟑螂(可

杀德国小蠊、触杀欧洲大蠊等）。 

0.5%溴敌隆母液

（10 支*10ml）-

大连金猫 

10ml*10

支*50 盒/

件 20 

第二代抗凝血杀鼠剂，通过抑制血液凝固所必

须的凝血酶原的形成最终导致老鼠中毒出血而

死亡。属一次性中毒，无二次中毒现象，本品

为中毒原液 

0.5%溴鼠灵母液

（10 支*10ml）-

大连金猫 

10ml*10

支*50 盒/

件 20 

第二代抗凝血杀鼠剂，溴鼠灵可抑制凝血酶原

形成，使鼠出血致死，所以无二次中毒现象，

一般老鼠死亡高峰期为 3-5 天，适合各种环境

的灭鼠使用 

溴敌隆颗粒-大连

金猫 

1000 克

*10 包/件 16 

 3---7 天见效，对人畜低毒。非国家严令禁止

的剧毒药。无二次中毒现象，玉米粒三合一，

适口性好、毒性大、高效。 

溴敌隆蜡块 1000 克 18  3---7 天见效，对人畜低毒。无二次中毒现象。



 

 7 

1000g-大连金猫 *10 包/件 专门针对老鼠喜欢吃，其它动物不喜欢吃的特

点制作，热销产品。 

溴鼠灵稻谷

1000g-大连金猫 

1000 克

*10 包/件 18 

 3---7 天见效，对人畜低毒。非国家严令禁止

的剧毒药。无二次中毒现象，东北稻谷制作，

老鼠喜食。 

溴鼠灵毒饵-膨化

条-大连金猫 

1000 克

*10 包/件 16 

 3---7 天见效，对人畜低毒。非国家严令禁止

的剧毒药。无二次中毒现象，饲料制作。 

溴敌隆母粉-大连

金猫 

500 克*20

包/箱 55 

第二代抗凝血剂，老鼠察觉不出诱饵中药物的

才存在乐于取食。本品一包可制作 100 斤毒饵，

经济实惠。 

溴鼠灵母粉-大连

金猫 

500 克*20

包/箱 75 

第二代搞凝血杀鼠剂，适口性好，母药中含有

本公司研制的诱鼠剂成分，一次性拌饵投药就

可有效地控制鼠害。 

立克命追踪粉

100g--傧杰 

100g*24

包/小件 32 

德国拜耳公司研发的一款剂型先进的经典抗凝

血杀鼠剂，鼠类可通过接触食用达到胃毒作用，

立克命具有安全性高、适口性好、慢性起效、

使用方便、安全等特点，可用于室内外多种场

所。 

易捕捕鼠器-佛山

南海 12 台/件 25 
一款简单实用、方便的捕鼠笼。 

光触媒灭蚊器

(LED 系列)型号

MC-228-广东顺迪 6 台/箱 75 

采用 LED 灭蚊灯，超长的使用寿命，不再担心

要换灯管，静音设计。蓝光+紫光 LED 灯，最吸

引蚊子的 365nm/米波段，大大增加诱蚊效果。 

大黑猫电子灭鼠

器（电猫） 

  90 

本产品专门针对老鼠设计，对人畜无害，人体

误触铁丝可以立刻挣脱，局部会感到麻热，对 2

公斤以上的动物短时间内不会找出危害，放心

使用。 

大瓶蚊蝇净--

胺·氯菊-桂林柏

松 

500ml*20

瓶/件 32 

灭蚊蝇专用药，使用广泛，家庭，养殖场，酒

店，宾馆等场所，对蚊蝇有击倒和熏杀双重作

用。 

生物杀虫一扫光

—广西大比大 

100g*150

包/件 15 

推荐规模养殖场和苍蝇密集的场所使用，1 包相

当于 50 包以上小包灭蝇诱饵的药量。5 分钟见

效，苍蝇、蝇蛆、蟑螂、一些臭虫全杀。 

杀虫喷射剂-桂林

柏松 

500ml*24

瓶/件 10 

自带喷头，使用方便快捷，对蚊蝇、蟑螂、蚂

蚁、虱子、跳蚤等卫生害虫有击倒和熏杀双重

作用，对人畜无害，杀虫广谱。 

杀虫粉剂--75g 18瓶*6合 10 本品是灭治白蚁专用特效药，具有胃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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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药-桂林柏松 /箱 根据白蚁的相互喂食、舔触、清洁身体等生活

习性研制而成。 

黑杀手-30 克/包

-河北邱氏 

50 包/盒

*400 包/

箱 2 

本品是一种有击倒和致死作用的杀虫剂。高效、

广谱杀虫、使用安全方便，人畜安全。广泛用

于家庭、工厂、养殖场。 

邱氏厚型粘鼠板

（绿）-河北邱氏 50 张/件 3.5 

外壳是加厚硬纸板，内附强力胶水，高温不流，

低温不凝，能够长期保持粘性，不仅能粘住老

鼠还能粘住蟑螂、苍蝇、臭虫、蜈蚣等昆虫。 

经济型粘鼠板-河

北邱氏 

20 张*10

盒*200 张

/件 2 

外壳是硬纸板，内附强力胶水，高温不流，低

温不凝，能够长期保持粘性，不仅能粘住老鼠

还能粘住蟑螂、苍蝇、臭虫、蜈蚣等昆虫。 

溴鼠灵毒饵

100g-河北邱氏 

100 克

*100 包/

件 4 

小麦做饵剂适口性好、高效，一次性中毒就可

使鼠死亡的灭鼠药。鼠类吃此药后死于内出血，

无二次中毒现象，在使用过程中对人、畜较为

安全。 

溴敌隆毒饵

100g-河北邱氏 

100g*100

包/箱 3 

小麦做饵剂适口性好，一次性中毒就可使鼠死

亡的灭鼠药。鼠类吃此药后死于内出血，无二

次中毒现象，在使用过程中对人、畜较为安全。 

溴敌隆毒饵 25g-

河北邱氏 

25 克*400

包/件 1 

小麦做饵剂适口性好，一次性中毒就可使鼠死

亡的灭鼠药。鼠类吃此药后死于内出血，无二

次中毒现象，在使用过程中对人、畜较为安全。 

溴敌隆毒饵 50g-

河北邱氏 

50 克*200

包/件 1.5 

小麦做饵剂适口性好，一次性中毒就可使鼠死

亡的灭鼠药。鼠类吃此药后死于内出血，无二

次中毒现象，在使用过程中对人、畜较为安全。 

诱鼠剂 20ml 20ml/瓶 4 

生物引诱剂诱鼠剂，无毒灭鼠剂，轻松吸引老

鼠进鼠笼灭鼠，也可配合杀鼠剂诱食。 

溴敌隆母液 5ml-

河北邱氏 

5ml*90 支

/合*20 盒

/件 1 

一小瓶可以制作 1 斤杀鼠饵剂，经济实惠，可

配任何老鼠喜欢吃的食物。 

优士-高效氯氟氰

菊酯 50g-江苏扬

农 

50g*100

包/箱 10 

中国驰名商标品牌，本品为强触杀性杀虫剂，

害虫接触喷药表面（一般 10-20 分钟），将其

杀死。对蚊、蝇、蜚蠊持效期可达 1 个月。 

优士-氯氰.氯氟

醚 50g-江苏扬农 

50g*100

包/箱 15 

中国驰名商标品牌，本品为强触杀性杀虫剂，

害虫接触喷药表面（一般 10-20 分钟），将其

杀死。效果令人吃惊，对蚊、蝇、蜚蠊持效期

1-3 个月。 

捕蝇大王-云南易 20 个/件 25 环保型生物学理捕蝇器，国家专利产品，捕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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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效率高，苍蝇集中的地方每套捕蝇每日可捕数

千只。 

皇猫驱鼠

LY-003-上海皇猫 36 台/件 328 

本产品可同时产生低频感应场、双重超声波，

作用于老鼠等害虫的听觉系统和神经系统。使

其产生不适和不快，而逃离现场。即使老鼠等

害虫一时不能逃走，也会无精打采，食欲不振，

失去繁殖能力和侵害能力。 

一打死灭蚊蝇-陕

西蒲城 

25 克*200

包/箱 2 

低毒杀虫剂科学复配而成，经济实惠，一袋可

兑水一市斤，充分摇晃均匀后，在苍蝇、蚊等

害虫经常落脚处喷洒，30 秒即可见效。 

易达斯灭蝇蚊-陕

西蒲城 

25 克*200

包/箱 2 

低毒杀虫剂科学复配而成，经济实惠，一袋可

兑水一市斤，充分摇晃均匀后，在苍蝇、蚊等

害虫经常落脚处喷洒，30 秒即可见效。 

一次性购买 150 元以上包邮快递费，低于 150 元每次快递费 10 元。 

四、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兽用生物制品价目一览表 

（注：以下部分产品是与市场同行合作） 

商品全名 商品规格 价格 

科圆宁（猪圆环病毒 2 型灭活苗 WH 株）-科前生物 20ml/瓶*10 瓶/盒 130 

科富宁（副猪嗜血杆菌病灭活疫苗）-科前生物 20ml/瓶*10 瓶/盒 30 

科肺宁（猪传染性胸膜肺炎三价灭活疫苗）-科前生物 20ml/瓶*10 瓶/盒 28 

科乙宁（猪乙型脑炎活疫苗 SA14-14-2 株）-科前生物 10 头份/瓶*10 瓶/盒 28 

科卫宁（猪伪狂犬病活疫苗 HB-98 株）-科前生物 10 头份/瓶*10 瓶/盒 28 

科稳宁（猪瘟细胞源活疫苗）-武汉科前 20 头份/瓶 15 

科链宁（链球菌）-武汉科前 20ml/瓶 25 

净鼻（猪萎缩性鼻炎灭活疫苗）（波氏杆菌 JB5 株）

--武汉科前 20ml/瓶*10 瓶/盒 60 

流行性腹泻二联苗--吉林正业 40ml 60 

科细宁（猪细小病毒病灭活疫苗 4ml）（WH-1 株）--

武汉科前 4ml/瓶*20 瓶/盒 6 

科细宁（猪细小病毒病灭活疫苗 20ml）（WH-1 株）--

武汉科前 20ml/瓶 25 

猪瘟活疫苗（脾淋源）-广西丽原 20 头份/瓶*10 瓶/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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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活疫苗(丽原）-广西丽原 10 头份/瓶*10 瓶/盒 10 

高效价猪瘟活疫苗（细胞源）-广西丽原 20 头份/瓶*10 瓶/盒 13 

鸭益舒-鸭甲型肝炎病毒二价蛋黄抗体（1 型+3 型）+

大舌病抗体-天津赫莱恩特 250 毫升*60 瓶/件 40 

华佰威-禽多杀性巴氏杆菌病灭活疫苗（1502 株）--

山东沃华 250 毫升*40 瓶/件 30 

鸭传染性浆膜炎、大肠杆菌病二联多价灭活疫苗--山

东沃华 250 毫升*40 瓶/件 65 

鸭倍舒-鸭病毒性肝炎精制蛋黄抗体(AV2111-30 株)-

山东信得 250ml/瓶 28 

鸭病毒性肝炎精制蛋黄抗体 ly-20 株 500ml 55 

鸭瘟活疫苗--广西丽原 500 羽份 9 

山羊痘活疫苗-哈药集团 50 头份/瓶 12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哈药集团 100ml/瓶 75 

羊三联四防灭活疫苗-哈药集团 20 头份 16 

猪三联活疫苗（丽原）-广西丽原 20 头份/瓶*10 瓶/盒 5.5 

鸡新支二联苗 LaSota 株+H120株 1000 羽份-广西丽原 

1000 羽份/瓶*10 瓶/

盒 11 

鸡新支二联苗 LaSota 株+H52株   9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LaSota 株)-广西丽原 

1000 羽份/瓶*10 瓶/

盒 9.5 

鸡新城疫低毒力活疫苗（LaSota 株)-北京华都 1000 羽份 15 

鸡新支二联苗(LaSota 株+H120株)-北京华都 1000 羽份 15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活疫苗 B87（丽原-广西丽原 

1000 羽份/瓶*10 瓶/

盒 13 

鸡新支二联苗（LaSota 株+H52株）1000 羽份-北京华

都   16 

鸡传喉疫苗(K317 株)   25 

新城疫活疫苗（克隆 30）--广西丽原 

1000 羽份/瓶*10 瓶/

盒 8 

法氏囊 B87-北京华都 1000 羽份 15 

犬五联活疫苗（吉林五星） 1 头份/瓶*15 瓶/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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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犬病五联高免血清--吉林动物研究所   7 

生理盐水--广西丽原 100ml/瓶*50 瓶/件 1.6 

鸡新流二联油乳苗--北京华都诗华 250ml/瓶 65 

五、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畜药（呼吸道类）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1g--

华北制药 

1g/支*50 支/盒

*20 盒/件 
55 

用于肠炎、肺炎、猪丹毒、子

宫炎 

注射用酒石酸泰乐菌素

粉 2g（咳喘头孢）-四川

新辉煌 

10支/盒*32盒/件 30 
用于支原体、慢性呼吸道、传

染性鼻炎 

注射用青霉素钾 160--华

北制药 
50支/盒*20盒/件 32 

用于肠炎、肺炎、猪丹毒、子

宫炎 

注射用青霉素钾 160--上

海公谊 
50支/盒*20盒/件 33 

用于肠炎、肺炎、猪丹毒、子

宫炎 

注射用青霉素钾 400--华

北制药 

400 万∪/支×40

支/盒*20 盒/件 
54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注射用青霉素钾 400--上

海公谊 

400 万单位*25 瓶

*18 盒/件 
43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注射用青霉素钠 160--华

北制药 
50支/盒*20盒/件 33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注射用青霉素钠 160--上

海公谊 
50支/盒*20盒/件 33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注射用青霉素钠 400--华

北制药 

400 万∪/支×50

支/盒*16 盒/件 
70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注射用青霉素钠 400--上

海公谊 

400 万单位*25 瓶

*18 盒/件 
43 

用于全身组织消炎和阳性菌感

染如猪丹毒、支原体等 

盐酸林可-大观霉素注射

5g(超越孢锋）--好益特 
20瓶/盒*12盒/件 80 

用于母猪产后炎症、产前产后

不吃，高烧喘气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四

川劲丰 
0.5g*10 瓶*24 盒 80 

用于治疗畜禽细菌性疾病、呼

吸道感染、大肠杆菌病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氯唑

西林钠（头孢精典）--好

益特 

2gx20 瓶 x12 盒/

件 
100 

比头孢抗菌谱更广消炎更强、

用于治疗畜禽细菌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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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菌宁（0.5 注射用阿莫

西林钠）-好益特 
0.5 克*20*24 盒 30 

用于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引

起的感染 

1.0g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

--华北制药 

1g/支×10 支/盒

×60 盒/件 
20 

用于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引

起的感染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克拉

维酸冻干粉 2g（全能）--

河南中盛 

2g*14 盒/件 80 
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呼吸道

感染、链球菌、大肠杆菌等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

0.2g--四川新辉煌 
0.2g*10 支*32 盒 25 

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呼吸道

感染、链球菌、大肠杆菌等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四

川劲丰 

0.2gx20 瓶 x12 盒

/件 
45 

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呼吸道

感染、链球菌、大肠杆菌等 

盐酸头孢噻呋钠--四川

新辉煌 
20ml*64 盒/件 40 

用于小猪三针保健、预防副猪

嗜血杆菌、链球菌和肠道腹泄 

全康（硫酸头孢喹肟-反

义核苷酸粉针）2g--河南

中盛 

20ml/支*20 支/盒 250 猪的呼吸道、链球菌 

100 万注射用硫酸链霉素

--华北制药 

100 万∪/支×50

支/盒*20 盒/件 
38 猪的呼吸道、链球菌 

注射用硫酸链霉素 100万

单位--上海公谊 
50瓶/盒*20盒/件 35 猪的呼吸道、链球菌 

力奇（头孢喹肟晶体游离

酸注射液）--河南中盛 
50ml×40 瓶/件 150 

用于副猪嗜血杆菌病、胸膜肺

炎、乳房炎 

菌毒双效（双黄连注射

液）--好益特 

10ml/支*10 支/盒

*24 盒/件 
12 感冒、发烧、咳嗽、喘气 

牛羊瘟症五联治（盐酸林

可霉素+双黄连注射液）

--河北地邦 

（10ml*10 支）*20

套 
45 

用于治疗样的发烧、发热、喘

气等疾病 

20%土霉素注射液（长效

土霉素注射液）--山西兆

益 

10ml*10 支/盒*40

盒/件 
16 

用于支原体、立克次体感染性

疾病 

乐米先（土霉素注射液

20%）-河南中盛 
40 盒/件 20 

用于支原体、立克次体感染性

疾病 

20%土霉素注射液（混感

红弓链）--浙江汇特 
40 盒/件 22 

用于支原体、立克次体感染性

疾病 

咳喘特效（30%替米考星

注射液）--好益特 

10ml/支*10 支*40

盒/件 
48 

用于治疗家畜支原体肺炎、传

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引起的

咳嗽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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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米欣（30%替米考星注

射液）-湖南华瑞 
10ml 支*40 盒/件 48 

用于治疗家畜支原体肺炎、传

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引起的

咳嗽喘气 

咳喘精典（氟苯尼考注射

液）--好益特 

5ml*10 支*40 盒/

件 
45 

选用左旋氟苯尼考用于治疗传

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等引起

的喘气 

恩诺沙星注射液--好益

特 

10ml*10支*24盒/

件 
20 

用于支原体肺炎、链球菌和肠

道腹泻。可与头孢合用 

替加（30%替米考星注射

液）--河南中盛 

10ml/支*10 支*40

盒/件 
40 用于支原体肺炎 

恩抗（恩诺沙星注射液）

--河南中盛 

10ml/支*10 支*40

盒/件 
28 用于支原体感染 

咳喘胸腺肽（头孢氨苄注

射液）--四川新辉煌 

10ml/支*10 支*40

盒/件 
42 

用于治疗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

感染 

百草神力（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四川新辉煌 

10ml/支*10 支*40

盒/件 
24 

用于治疗混合感染引起的发烧

喘气 

15%氟苯尼考注射液--上

海骑骠 

10ml/支*10 支/盒

*60 盒/件 
25 

用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

等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咳嗽喘气 

新金氟安(氟苯尼考注射

液）-湖南广安 

10ml/支*10 支*40

盒/件 
35 

用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

等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咳嗽喘气 

康农注射液(10%氟苯尼

考注射液）-东方澳龙 

100ml/瓶*50 瓶/

件 
35 

用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

等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咳嗽喘气 

比格壮（30%氟苯尼考注

射液）-中农华威 

100ml/瓶*24 瓶/

件 
95 

用于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

等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咳嗽喘气 

恩诺沙星注射液（金诺

定）--河北地邦 
100mlx10 瓶 x4 箱 50 

用于支原体感染、大肠杆菌和

浆膜炎 

恩诺沙星注射液-东方澳

龙 

100ml/瓶*60 瓶/

件 
15 用于支原体感染和肠道腹泻 

林壮经典（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湖南广安 

10ml×10 支/盒×

40 盒/件 
40 用于支原体咳嗽、发热 

林康（盐酸林可霉素注射

液）--河南中盛 

10ml×10 支/盒×

40 盒/件 
20 用于产后炎症 

奇强（盐酸多西环素注射

液）--湖南广安 

10ml×10 支/盒×

40 盒/件 
25 

用于治疗呼吸道疾病和血液原

虫病如附红体、弓形体 

得力米先（盐酸多西环素

注射液）--上海公谊 

10ml/支*10 支/盒

*24 盒/件 
31 

用于治疗呼吸道疾病和血液原

虫病如附红体、弓形体 

咳喘全能(硫酸卡那霉素 10ml/支*10 支/盒 17 用于喘气病、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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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液）-山西天通 *40 盒/件 

热毒消炎康（磺胺间甲氧

嘧啶钠注射液）--中和元

华 

10ml/支*10 支/盒

*30 盒/件 
35 

用于细菌性引起的高烧高热和

血液原虫病 

跛脚链球康（磺胺间甲氧

嘧啶钠注射液）-四川新

辉煌 

10ml*10支*40盒/

件 
16 链球菌引起的关节肿痛、跛脚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注射

液--四川好益特 

10ml/支*10 支*40

盒/件 
18 

用于细菌性引起的发烧发热如

链球菌、弓形体、附红细胞体

等疾病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注射

液（磺金拳能）-河南普

旺 

10ml/支*10 支*40

盒/件 
26 用于细菌性引起的发烧发热 

佐安泰（复方磺胺间甲氧

密啶钠）-河南中盛 
40 盒/件 25 用于细菌性引起的发烧发热 

10%氟苯尼考粉（转移因

子）-河南中盛 
100g*60 包/件 30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氟苯尼考粉 500g-河南中

盛 
500g*20 袋/件 110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10%氟苯尼考粉（水溶性）

--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

件 
25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10%氟苯尼考粉--山西兆

益 
10包/桶*60包/件 14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20%氟苯尼考粉--山西兆

益 
10包/桶*60包/件 24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20%氟苯尼考粉（氟本欣）

（水溶性）-北京中农华
100g*120 包/件 35 

选用左旋氟苯尼考药效更强主

要畜禽巴氏杆菌、猪胸膜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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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引起

的肠道疾病 

20%氟苯尼考粉（美氟）

（水溶性）--上海骑骠 

100 克*10 袋*12

桶 
25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10%替米考星预混剂--河

南中盛 
100g*60 包/件 25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10%替米考星预混剂（水

溶性）--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

件 
25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10%替米考星预混剂（呼

喘清）（水溶性）--上海

骑骠 

100g*120 包/件 18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20%替米考星预混剂（替

绋罗）（水溶性）-北京

中农华威 

100g*120 包/件 38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20%替米考星预混剂（金

呼清）（水溶性）--上海

骑骠 

100g/袋*10 袋/桶

*12 桶/件 
28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10%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

粉--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

件 
18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附呼宁(多西环素可溶性

粉）-山西兆益 

100g*10 包*6 桶/

件 
15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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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

粉--上海骑骠 
500g*30 包/件 60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10%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

粉--上海骑骠 
100g*120 包/件 13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10%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

粉--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90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红热康（盐酸多西环素可

溶性粉）-河南中盛 
500g*20 包 85 

主要用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

巴氏杆菌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和血液原虫病如附红体、弓形

体等。家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肠

道疾病 

10%替米考星预混剂（水

溶性）--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120 

主要用于防治家畜肺炎（传染

性胸膜肺炎、巴氏杆菌、支原

体等引起）、禽支原体病及泌

乳动物的乳腺炎和预防蓝耳病 

10%氟苯尼考粉（水溶性）

--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120 

主要用于畜禽巴氏杆菌、猪胸

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和大肠杆菌、沙门氏杆

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10%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可

溶性粉-好益特 
500g*20 袋/件 90 

用于治疗家畜支原体肺炎、传

染性胸膜肺炎、猪肺疫引起的

咳嗽喘气 

阿莫仙（阿莫西林可溶性

粉）--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90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枝素清（80%泰妙菌素）

--华北制药 

100g/袋×5 袋/桶

×6 桶/件 
95 

用于防治鸡慢性呼吸道病、猪

衣原体肺炎（喘气病）放线性

胸膜肺炎和密螺旋体痢疾等 

安净（泰妙菌素预混剂） 100g/包*20 包/盒 20 用于防治鸡慢性呼吸道病、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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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安 *5 盒/件 衣原体肺炎（喘气病）放线性

胸膜肺炎和密螺旋体痢疾等 

默克泰妙欣（80%泰妙菌

素）-中农华威 

125g/袋*4 袋*10

桶/件 
150 

用于防治鸡慢性呼吸道病、猪

衣原体肺炎（喘气病）放线性

胸膜肺炎和密螺旋体痢疾等 

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性

粉--四川好益特 

100g/包*10 包/桶

*8 桶/件 
20 

针对支原体首选用药，主要用

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副猪嗜

血杆菌、巴氏杆菌引起的呼吸

道和家禽的鼻炎 

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性

粉--天津生机 

100g/包*150 包/

件 
22 

针对支原体首选用药，主要用

于防治畜禽的支原体、副猪嗜

血杆菌、巴氏杆菌引起的呼吸

道和家禽的鼻炎 

绋罗泰（林可霉素）-北

京华威 

100g*20 包*6 盒

*120 包/件 
18 

针对厌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球菌有高效。用于肺炎、

心内膜炎、和泌尿系统感染和

产后炎症。 

林威克（盐酸林可霉素可

溶性粉）-河南中盛 
100g*60 包/件 20 

针对厌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球菌有高效。用于肺炎、

心内膜炎、和泌尿系统感染和

产后炎症。 

10%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可

溶性粉-好益特 
100g*80 包/件 18 

主要用于防治链球菌、弓形体、

附红细胞体和巴氏杆菌，家禽

的白冠病 

30%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可

溶性粉（紫克）--上海骑

骠 

100g/包*10 包/桶

*12 桶/件 
22 

主要用于防治链球菌、弓形体、

附红细胞体和巴氏杆菌，家禽

的白冠病 

复红舒（盐酸多西环素可

溶性粉）-中农华威 
1000g*10 袋/件 180 

针对附红体、弓形体、吸呼道

感染及大肠杆菌 

赛法雷（80%磺胺氯达秦

钠粉）-中农华威 

100g*30 袋/盒*4

盒 
45 

针对附红体、弓形体、血液原

虫 

红弓链灭（复方磺胺氯达

嗪粉）—河南中盛 
100g*10 袋*9 盒 16 

针对附红体、弓形体、血液原

虫 

10%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

件 
18 

用于支原体、大肠杆菌、沙门

氏杆菌、嗜血杆菌、链球菌等

疾病 

爱力蝇（10%）--中农华 100g/包*10 包/袋 13 防止苍蝇蚊子卵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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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10 袋/件 

六、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畜药（消化道类）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乙酰甲喹注射液--山西

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2.1 

主要用于密螺旋体所致猪痢疾

及细菌性肠炎腹泻 

咳喘头孢（注射用酒石酸

泰乐菌素）-四川新辉煌 

10 支*32 盒/

件 
30 支原体引起的咳嗽喘气。 

重症头孢（注射用氨苄西

林钠）-好益特 

2g/瓶*20 瓶/

盒*12 盒/件

盒 

60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

胃肠道感染等。其抗菌作用强于

青霉素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山

西兆益 

5ml*5 支/盒

*180 盒/件 
2.9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

引起的肠道腹泻 

利高扬威--河北地邦 
50g×60 盒/

件 
42 

针对厌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球菌有高效。用于肺炎、心

内膜炎、和泌尿系统感染和产后

炎症。 

林可星（盐酸林可霉素注

射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200 盒/件 
3.8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

引起的肠道腹泻 

4%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上海公谊 

5ml*5 支/盒

*200 盒/件 
4.5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

引起的肠道腹泻 

10%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注

射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5.4 

主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

消化道、泌尿道感染 

10%磺胺间甲氧嘧啶钠注

射液--上海骑骠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5 

主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

消化道、泌尿道感染 

硫酸新霉素溶液--石家

庄金元康牧 

100ml/瓶*60

瓶/件 
25 

主要用于家禽的细菌性引起的

肠道感染 

恩诺沙星溶液--天津生

机 

100mlx70 瓶/

件 
15 雏禽的开口，防治雏禽的白痢 

默克泰妙欣（80%泰妙菌

素）-中农华威 

125g/袋*4 袋

*10 桶/件 
150 

用于防治鸡慢性呼吸道病、猪衣

原体肺炎（喘气病）放线性胸膜

肺炎和密螺旋体痢疾等 

林壮经典（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湖南广安 

10ml×10 支/

盒×40 盒/件 
40 用于支原体咳嗽、发热 

林康（盐酸林可霉素注射 10ml×10 支/ 20 母畜产后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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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河南中盛 盒×40 盒/件 

百草神力（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四川新辉煌 

10ml*10 支

*40 盒 
24 

用于治疗混合感染引起的发烧

喘气 

头孢鼎金（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河南普旺 

10ml*10 支

*40 盒 
25 

用于治疗混合感染引起的发烧

喘气 

硫酸安普霉素注射液--

哈尔滨三马 

10mlx10 支

x40 盒/件 
20 

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感染

导致的痢疾腹泻 

整肠生（硫酸安普霉素可

溶性粉）-天津生机集团 

100g/袋*150

袋/件 
30 

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感染

导致的痢疾腹泻 

20%土霉素注射液（混感

红弓链）--浙江汇特 

10mlx10 支

x40 盒/件 
22 

主要用于畜禽的附红体、弓形体

和仔猪肠道腹泻 

土霉素注射液（长效红

弓）-四川好益特 

10ml*10 支

*40 盒/件 
25 

主要用于小猪的肠道腹泻和三

针保健 

20%土霉素注射液（长效

土霉素）-山西兆益 

10ml*10 支

*40 盒/件 
16 

主要用于小猪的肠道腹泻和三

针保健 

宝乐健（20%长效土霉素

注射液）-上海公谊 

10ml*10 支

*24 盒/件 
25 

主要用于小猪的肠道腹泻和三

针保健 

澳富龙（20%长效土霉素

注射液）-东方澳龙 

50ml*40 瓶/

件 
50 

主要用于小猪的肠道腹泻和三

针保健 

穿心莲注射液（肠舒宁）

-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1.5 

主要用于上呼吸道感染，细菌性

痢疾 

土霉素预混剂--河南中

盛 

500g*40 包/

件 
50 

主要用于细菌性导致的肠炎、立

克次体病、支原体、衣原体等 

50%土霉素预混剂（土保

康）--上海骑骠 

100g/包*10

包/桶*12 桶/

件 

11 
主要用于细菌性导致的肠炎、立

克次体病、支原体、衣原体等 

重痢康（博落回注射液）

--四川好益特 

5ml*10 支/盒

*40 盒/件 
16 

仔猪黄白痢、大肠杆菌病、沙门

氏杆菌引起的肠炎腹泻 

复合维生素 B 注射液（胃

肠可力）--四川好益特 

10ml/支*10

支*40 盒/件 
15 

用于营养不良及维生素缺乏引

起的疾病，肠胃功能迟缓、消化

不良。 

广安一绝（苦参注射液）

-湖南广安 

10ml/支*10

支*40 盒/件 
20 用于细菌性引起的肠炎腹泻 

20%盐酸金霉素可溶性粉

--上海骑骠 

100g/包*10

包/桶*12 桶/

件 

18 
用于畜禽的伤寒、白痢等肠道疾

病，同时也可以做促进生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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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肠毒清（硫酸新霉素）

--河北地邦 

100gx60 袋/

件 
18 

用于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肠道感

染。口服不吸收 

稀克素（硫酸新霉素可溶

性粉）--河南中盛 

100g×10 袋/

桶×9 桶/件 
10 

用于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肠道感

染。口服不吸收 

硫酸新霉素可溶性粉（肠

毒净）-山西兆益 

10 包/桶*60

包/件 
18 

用于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肠道感

染。口服不吸收 

安肠清（硫酸新霉素可溶

性粉）-湖南广安 

100g*100 包/

件 
10 

用于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肠道感

染。口服不吸收 

整肠生（硫酸安普霉素可

溶性粉）-天津生机集团 

100g/袋*150

袋/件 
30 

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感染

导致的痢疾腹泻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河北地邦 

100g×10 袋/

桶*8 桶/件 
18 

用于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

感染、和其他肠道药物联合使用

具有协同增效的功能 

硫酸黏菌素预混剂-河南

中盛 

100g*10 包/

盒*9 盒/件 
12 

用于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

感染、和其他肠道药物联合使用

具有协同增效的功能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好

益特 

100g*80 包/

件 
12 

用于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

感染、和其他肠道药物联合使用

具有协同增效的功能 

肠克停（20%地美硝唑预

混剂）--天津生机 

100g/包*10

包/袋*15 袋/

件 

18 
用于抗厌氧菌和抗原虫药，对组

织滴虫均有杀灭作用 

七、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畜药（母畜类）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林康（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

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20 

主要用于产后消炎、胎衣不

下、产后不食。 

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哈尔滨

三马 

10ml*10 支*40

盒 
16 

主要用于产前、产后感染，乳

房炎。 

黄体酮注射液--杭州动物药品

厂 
200 盒/件 5 

主要用于母畜保胎、同期发

情。 

多胎素--杭州药品厂 40 盒/件 27 促进母畜排卵 

氯胎舒（0.2g 氯前列醇钠注射

液）--杭州药品厂 
40 盒/件 47 

诱导母畜同期发情，治疗子宫

复原不全、胎衣不下。 

氯前列醇钠注射液 0.2g--哈尔 80 盒/件 41 诱导母畜同期发情，治疗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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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三马 .5 复原不全、胎衣不下。 

产康二合一（林可霉素+鱼腥草）

--好益特 

10ml×10 支/

盒×12 盒/件 

15

0 
用于母猪产后子宫内膜炎 

全康（硫酸头孢喹肟-反义核苷

酸粉针）2g--河南中盛 

20ml/支*20 支

/盒 

25

0 

主要用于母猪产后三联症等

各种细菌性感染的治疗。 

注射用头孢噻呋钠克拉维酸冻

干粉 2g（全能）--河南中盛 
14 盒/件 80 

主要用于感染、产褥热、乳房

炎等。 

八、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畜药（驱虫类）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粉（唯

达净）--河南中盛 

500g*20袋/

件 
50 

主要用于驱杀猪线虫、吸虫、绦虫、

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氧力佳--北京中农华威 
500g/包*30

包/件 
35 

孕畜可用，主要用于驱杀猪线虫、吸

虫、绦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苯维加 
1000g/罐

*12 罐/件 
48 

主要用于驱杀猪体内线虫、吸虫、绦

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极品（阿苯达唑伊维菌素

粉）--成都中牧 

40 克*300

包/件 
1.3 

主要用于驱杀猪体内线虫、吸虫、绦

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全虫克（阿苯达唑伊维菌

素粉）--河南易达菲 

100g/包*10

包/桶*9桶/

件 

10 
主要用于驱杀猪体内线虫、吸虫、绦

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预混

剂--山西兆益 

500g/包*30

包/件/ 
20 

主要用于驱杀猪体内线虫、吸虫、绦

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见虫灭（阿维菌素粉）--

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

*8 桶/件 
9 

孕畜可用，主要用于驱杀猪线虫、吸

虫、绦虫、螨等体内外寄生虫。 

肝虫灭（氯氰碘柳胺钠注

射液）--哈尔滨三马 

10ml/支*10

支/盒*40盒

/件 

19 
用于防治牛羊肝片吸虫病和多数胃肠

道线虫，如血矛线虫、仰口线虫等。 

驱虫先锋（伊维菌素注射

液）10ml-哈尔滨三马 

10ml/支*10

支/盒*40盒

/件 

20 
用于防治家畜线虫病、瞒虫病及其他

寄生性昆虫病。 

万虫灭（伊维菌素注射

液）--四川好益特 

5ml/支*10

支/盒*40盒

/件 

12 
用于防治家畜线虫病、瞒虫病及其他

寄生性昆虫病。 

芬苯达唑粉--河北地邦 100g/10 袋 8 用于驱杀体内多种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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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桶 

盐酸左旋咪唑片--河北

地邦 

1g*100 片/

瓶*48瓶/件 
18 

用于畜禽胃肠道线虫、肺线虫以及犬

心丝虫的治疗。 

盐酸左旋咪唑注射液--

山西兆益 

10ml*5 支/

盒*120 盒/

件 

1.9 
用于畜禽胃肠道线虫、肺线虫以及犬

心丝虫的治疗。 

九、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禽药（呼吸道）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凯尔威（盐酸多西环素可

溶性粉）-河北地邦 

200g×30

瓶/件 
50 主要用于各种病毒性呼吸道 

利高扬威（林可-大观）

--河北地邦 

50g×60 盒

/件 
42 

主要用于支原体、大肠杆菌、浆膜炎

特效药。50g 兑水 400 斤 

硫氰酸红霉素可溶性粉

（新呼立达）--河北地邦 

100g×48

瓶/件 
22 

主要用于支原体呼吸道疫苗反应或天

气应激引起的呼吸道。100g 兑水 300

斤 

10%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

性粉--天津生机 

100g/包

*150 包/件 
22 

主要支原体呼吸道。1 包兑水 200-300

斤 

10%酒石酸泰乐菌素可溶

性粉--四川好益特 

100g/包*10

包/桶*8 桶

/件 

20 
主要支原体呼吸道。1 包兑水 200-300

斤 

10 盐酸多西环素粉--四

川好益特 

100g*10 包

*8 桶/件 
18 

主要支原体呼吸道。1 包兑水 200-300

斤 

十、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禽药（大肠杆菌）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利高扬威（林可-大

观）--河北地邦 

50g×60 盒/

件 
42 

30 天内严重浆膜炎 300 斤水。肉鸡支气

管堵塞 400 斤水配合牛蟾和凯尔威配合

一起用。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普利欣）--河北地

邦 

200g×30 瓶/

件 
30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肠炎、白痢、蛋禽

输卵管炎。1 瓶兑水 500 斤水 

氟苯尼考溶液（赶

劲）-河北地邦 

100ml*60 瓶/

件 
27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鸭疫里

默氏菌。1 瓶兑水 300 斤。是同类粉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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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 5-8 倍 

氟苯康（氟苯尼考溶

液)-天津生机 

100ml/瓶*70

瓶/件 
38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鸭疫里

默氏菌。1 瓶兑水 300 斤。 

恩诺沙星溶液--天

津生机 

100mlx70 瓶/

件 
15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1 瓶兑水

250 斤。 

杆浆定宁（硫酸安普

霉素-广东广牧 

100g*60 瓶/

件 
25 

主要用于肠炎、大肠杆菌。1 瓶兑水 300

斤 

治大肠杆菌(10%乳

酸环丙沙星可溶性

粉）-好益特 

100g/包*80

包/件 
24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1 包兑水 200 斤 

氟苯尼考粉（转移因

子）-河南中盛 

100g*60 包/

件 
30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1 包兑水

200 斤。 

10%氟苯尼考粉--四

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件 
25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1 包兑水

200 斤。 

10%氟苯尼考粉--山

西兆益 

10 包/桶*60

包/件 
14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1 包兑水

200 斤。 

20%氟苯尼考粉--山

西兆益 

10 包/桶*60

包/件 
24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1 包兑水

300-400 斤。 

20%氟苯尼考粉（氟

本欣）（水溶性）-

北京中农华威 

100g*120 包/

件 
35 

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大肠杆菌。1 包兑水

300-400 斤。 

十一、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禽类（肠道类药物）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新肠毒清（硫酸新霉素）

--河北地邦 

100gx60 袋/

件 
18 

主要用于细菌、病毒、寄生虫混合

感染，引起的肠炎、腹泻、饲料粪、

肉色粪便。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河北地邦 

100g×10 袋/

桶*8 桶/件 
18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好

益特 

100g*80 包/

件 
12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稀克素（32.5%硫酸新霉

素可溶性粉）--河南中盛 

100g×10 袋/

桶×9 桶/件 
10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整肠生（硫酸安普霉素可

溶性粉）-天津生机集团 

100g/袋*150

袋/件 
30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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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肠清（硫酸新霉素可溶

性粉）-湖南广安 

100g*100 包/

件 
10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32.5%硫酸新霉素可溶性

粉（肠毒净）-山西兆益 

10 包/桶*60

包/件 
18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10%硫酸新霉素溶液--石

家庄金元康牧 

100ml/瓶*60

瓶/件 
25 主要用于细菌性肠炎。 

氨苄西林可溶性粉（蛋丰

素）-河北地邦 

100g×60 盒/

件 
18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赛莫林（复方阿莫西林可

溶性粉）--华北制药 

100g*60 包/

件 
35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阿莫仙（阿莫西林可溶性

粉）--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件 
18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阿莫西林粉--河南中盛 
100g*90 包/

件 
12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山西

兆益 

100g/包*10

包/桶*6 桶/

件 

10 用于细菌性肠炎、输卵管炎。 

十二、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禽类（驱虫类药物）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磺胺氯吡嗪钠可溶性粉（克球

110）-河北地邦 

50g×50

瓶/件 
18 

主要用于盲肠球虫、小肠球虫、

血便肉色便。50g 兑水 200 斤 

磺胺氯吡嗪钠可溶性粉-生机 
100g*10

包*15 袋 
28 

主要用于盲肠球虫、小肠球虫、

血便肉色便。 

球必妥（地克珠利溶液）--四川

好益特 

100ml*40

瓶 
22 

主要用于小肠球虫。100ml 兑水

300 斤。 

曲克（妥曲珠利溶液）--河南中

盛 

100g*40

瓶 
30 

主要用于小肠球虫。100ml 兑水

300 斤。 

三味抗球颗粒（金点球）（无抗

养殖专用）--河北地邦 

100g×50

盒/件 
18 主要用于小肠球虫、盲肠球虫。 

十三、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动物用中药类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治疗范围 

扶正解毒散--四川佳华 1000g/包*20 25 扶正祛邪，清热解毒 



 

 25 

包/件 

扶正解毒散（国标）--中农

华威 
500g*30 袋 50 扶正祛邪，清热解毒 

银翘散--四川佳华 
1000g/包*20

包/件 
25 扶正祛邪，清热解毒 

利通（茵陈嵩散）--郑州后

羿 

1000g*20 包/

件 
22 清热黄疸，利湿 

扶正解毒散（国标）--四川

好益特 
1kg*15 袋 80 

扶正祛邪，清热解毒、增强免疫

能力 

咳喘全能（甘草超微粉）-

新辉煌 
500g*30 包/件 25 祛痰止咳 

毒抗 100 散--四川好益特 
500g/袋*25 袋

/件 
30 

清热燥湿、抗病毒、流感，温和

型新城疫 

黄连解毒散-（禽用病菌净

超微粉)-好益特 

500g/包x25包

/件 
35 

泻火解毒、抗病毒、温和型流感

和新城疫 

黄连解毒散（畜用病菌净）

-四川好益特 
1000g*15 包 33 

三焦实热，疮黄肿毒、抗菌、抗

病毒 

黄连解毒散（合格）-好益

特 
500g*25 袋 50 三焦实热，疮黄肿毒 

清瘟败毒散--好益特 
1kg/包*15 包/

件 
28 泻炎解毒清热凉血 

1000g 藿香正气散（肠毒

清）--好益特 

1kg/包*15 包/

件 
28 

外感风寒，内伤食滞，泄泻腹胀，

防暑热 

藿香正气散（合格）-好益

特 

1kg/包*15 包/

件 
65 

外感风寒，内伤食滞，泄泻腹胀，

防暑热 

双黄连散-好益特 1kg*15 包 80 疏心解表、清热解毒 

病毒免疫肽（金银花超微

粉）-新辉煌 
500g*30 包/件 35 增强免疫、风热感冒 

荆防败毒散--石家庄恒泰

和 

1000g/袋*20

袋/件 
30 风寒感冒 

荆防败毒散-山西兆益 1000g*15 袋 32 风寒感冒 

板青颗粒--天津生机 
200g*10 包/盒

*6 盒 
20 风热感冒、咽喉肿痛 

板青颗粒--四川好益特 
100g/包*10 包

/桶*8 桶/件 
12 风热感冒、咽喉肿痛 

甘草颗粒--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60 祛痰止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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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独康（板青颗粒）--河南

中盛 
500g*40 包/件 35 风热感冒、咽喉肿痛 

雪莲清瘟败毒散--吉祥树 
1000g/袋＊25

包/件 
18 清热解毒、泻炎凉血 

芪贞增免颗粒--四川好益

特 

100g*10 包*8

桶/件 
20 

滋补解肾、益气固表、抗应激、

增强疫苗效果、增强西药杀菌效

果 

芪贞增免颗粒--河北地邦 
100g*10 袋*8

盒/件 
20 滋补解肾、益气固表 

甘草颗粒--四川好益特 
100g*10 包*8

桶/件 
12 祛痰止咳 

板青颗粒--四川好益特 500g*20 袋/件 60 风热感冒、咽喉肿痛 

茵栀解毒颗粒--四川好益

特 

100g/包*10 包

/桶*8 桶/件 
16 解毒保肝护肾、排毒 

莲黄颗粒-好益特 
100g*10 袋*8

盒/件 
18 热毒下痢 

五味常青颗粒-好益特 
100g*10 袋*8

盒/件 
18 

鸡球虫、畜附红体、弓形体等血

液原虫 

产蛋多--上海骑骠（骑富） 
400g/包*40 包

/件 
6 提前产蛋率，延长产蛋期 

羽毛活力素-诺伟康 1kg*20 包/件 30 长羽、丰羽、提高羽毛光亮度 

蛋益多-天津生机 1000gx20 包 50 
改善肠道、提高产蛋率、延长产

蛋期 

增蛋护禽散（降脂增蛋散）

-好益特 

1000g/包*15

包/件 
22 

控制输卵管炎，提高产蛋率，延

长产蛋期 

肝胆颗粒（肾立舒）-河北

地邦 

100g×48 瓶/

件 
18 保肝利胆 

广霉菌素（真菌净）-广东

广牧 

200g/瓶*40 瓶

/件 
29 抑杀真菌 

育雏肠乐-广东广牧 100g*60 瓶/件 23 雏鸡白痢 

藿香正气口服液--湖南广

安 

500ml/瓶*30

瓶/件 
30 解表祛湿，肠胃感冒、防暑降温 

复方肾通安--石家庄恒泰

和 

250g/包*80 包

/件 
18 通肾 

藿香正气口服液-好益特 
20ml*10 支/盒

*40 盒/件 
16 解表祛湿，肠胃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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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连口服液（毒抗 100）

（禽疫康）-好益特 
500ml*20 瓶 30 感冒发热、抗病毒 

双黄连口服液--河北地邦 
500ml×30 瓶/

件 
28 感冒发热 

双黄连口服液--山西兆益 
500ml/瓶*24

瓶/件 
20 感冒发热 

囊病宁（芪蓝囊病饮）-天

津生机集团 
500ml*24 瓶 24 预防治疗法氏囊病 

麻杏石甘口服液--河北地

邦 

500ml×30 瓶/

件 
23 清热宣肺、平喘 

麻杏石甘口服液（250ml）

--天津生机 

250ml/瓶*40

瓶/件 
20 清热宣肺、平喘 

杨树花口服液（利特）--

郑州后羿 

250ml/瓶*20

瓶/件 
30 化湿止痢、痢疾、肠炎 

清瘟解毒口服液-天津生机 
500ml/瓶*24

瓶/件 
48 清热解毒、外感发热、抗病毒 

海肺清（麻黄止咳平喘口服

液）--天津生机 
100ml*70 瓶 45 清热解毒、宣肺止咳 

祛霉净（液态牛磺酸）--

山西芮城金馥康 

250 毫升/瓶

*60 瓶/件 
25 化湿止痢、痢疾、肠炎 

杨树花口服液-好益特 
20ml*10 支*40

盒/件 
16 化湿止痢、痢疾、肠炎 

宫炎清-湖南广安 
100ml/瓶*80

瓶/件 
30 针对子宫内膜炎 

鱼腥草注射液-好益特 
10mlx10支x40

盒/件 
20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利尿通淋 

炎热清（鱼腥草注射液）--

湖南广安 

10ml/支*10 支

/盒*40 盒/件 
16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利尿通淋 

新益母产后康（鱼腥草注射

液）-山西兆益 

10ml*10 支/盒

*40 盒/件 
11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利尿通淋 

宫益舒--河南普旺 
100ml*8 瓶/盒

*120 瓶/件 
20 针对子宫内膜炎 

催奶灵散--四川好益特 
250g/袋*60 袋

/件 
10 补气养血、通经下乳 

旺情（催情散）-河南普旺 200g*60 包 15 促进发情 

催情散-河南中盛 500g*40 袋/件 18 促进发情 



 

 28 

保胎无忧散（产期炎康颗

粒）-江西天正 

200g/包*45 包

/件 
15 养血、补气、安胎 

催奶灵散（通乳专家）--

湖南华瑞 

100g/袋*80 袋

/桶 
8 补气养血、通经下乳 

产后康（益母生化散）-好

益特 
100g*80 包/件 6 

活血祛痰，温经止痛，产后恶露

不尽 

益母生化散--河南中盛 30 袋/件 22 
活血祛痰，温经止痛，产后恶露

不尽 

益母生化散-山西兆益 500g*30 包/件 20 
活血祛痰，温经止痛，产后恶露

不尽 

鸡球虫散--好益特 
500g/袋*25 袋

/件 
28 抗球虫、止血 

抗病毒颗粒（黄芪可溶颗粒

型浸提物）-新辉煌 
500g*32 包 26 

增强免疫抗病毒、抗应激，抑制

体内病毒 

镇喘散-好益特 
1000g*15 包/

件 
26 止咳平喘化痰 

镇喘散（合格）好益特 
1000g*15 包/

件 
80 止咳平喘化痰 

麻黄鱼腥草（呼霸王）-河

南普旺 

500g包*25包/

件 
30 宣肺泄热、平喘止咳 

银翘散--中盛 
1000gx15 包/

件 
35 辛凉解毒、清热解毒 

高热混感康（清热散）-河

南普旺 
1kg*20 包/件 48 

清热解毒、泻炎通便、发热、粪

干 

后羿肝泰（龙胆泻肝散）--

郑州后羿 

1000g/包*20

包/件 
35 保肝护肾、通肾、解毒排毒 

镇喘散--河北地邦 
1000g×15 袋/

件 
60 

治流感、清热解毒、泻炎凉血、

宣肺平喘、通利咽喉 

麻杏石甘散-河南中盛 
1000g*15 包/

件 
25 清热、宣肺平喘 

麻杏石甘散（国标）-北京

中农华威 

500g/包*30 包

/件 
28 清热、宣肺平喘 

生瑞克-天津生机 200gx60 包 28 感冒、解热 

清肺散-广东广牧 
200g/包*50 包

/件 
10 清肺平喘、化痰止咳 

胃立舒--后羿 
1000g*20 包/

件 
25 消食开胃、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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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萜芪黄素--河南易达菲 
100g/包*10 袋

/桶*9 桶/件 
14 抗应激、增强机体免疫力 

白头翁散（国标）--中农华

威 
500gx30 包/件 50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肠舒健（蒙脱石）---赤峰

和正美 
500g*30 包/件 20 

用于畜禽急性、慢性、应激性营

养不良性、霉菌毒素腹泻 

四味穿心莲散-河南普旺 500g*33 包 20 
清热解毒、除湿化滞、泻痢、积

滞 

白头翁散（清热止痢散）-

山西兆益 

250g/包*40 包

/件 
13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肠舒宝-赤峰和正美 
1kg 袋*20 包/

件 
25 

用于畜禽急性、慢性、应激性营

养不良性、霉菌毒素腹泻 

母仔康（白龙散）-四川好

益特 

100g*150 包/

件 
2.5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胃肠宁（平胃散）-广东广

牧 

500g/包*20 包

/件 
28 燥湿健脾、理气开胃 

多维麦芽山楂粉-四川佳华 
600g/包*30 包

/件 
10 开胃消食、便秘、促长 

山楂开胃灵-沧州大地 
200g/包*50 包

/件 
2.5 理急厚重、开胃消食 

鱼腥草注射液-山西兆益 
5支/盒*120盒

/件 
1.3 清热解毒、消肿排脓、利尿通淋 

板蓝根注射液（解热排毒

舒）-山西兆益 

5支/盒*120盒

/件 
1.3 感冒发热、仔猪白痢、肺炎 

穿心莲注射液（肠舒宁）-

山西兆益 

5支/盒*120盒

/件 
1.5 清热解毒、治疗肠炎、仔猪白痢 

柴胡注射液-山西兆益 
5支/盒*120盒

/件 
1.3 感冒发热 

芩连注射液-广西北斗星 
5ml*10 支*120

盒/件 
2.8 

清肺热、利肝胆、主治肺热咳喘、

湿热黄胆 

硫酸黄连素（硫酸小檗碱注

射液）-山西天通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1.8 治疗家畜肠道 

疫毒清（黄芪多糖注射液）

-山西兆益 

10ml/支*5 支/

盒*120 盒/件 
2.1 

益气固本、诱导产生干扰素、调

节机体免疫力功能，促进抗体形

成 

银黄提取物注射液--山西

天通 

10ml*10 支*40

盒 
16 风热犯肺、发热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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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丁注射液（催奶灵）--

哈尔滨三马 

10mlx10支x40

盒/件 
15 补气养血、通经下乳、治乳房炎 

地丁菊莲注射液--湖南广

安 

10ml/支*10 支

/盒*40 盒/件 
48 

清热解毒、燥湿止痢。主治仔猪

黄、白痢 

板蓝根注射液（四季清开灵

|）--山西天通 

10ml/支*10 支

/盒*40 盒/件 
15 清热解毒 

混感高效（银黄提取物注射

液）--四川好益特 

10ml*10 支*40

盒 
34 

风热犯肺、发热咳嗽、高烧高热

混合感染 

双黄连注射液--四川好益

特 

10ml*10 支*40

盒 
18 外感风寒，肺热咳喘 

黄芪多糖注射液--山西兆

益 

10ml*10 支*40

盒 
10 增强免疫抗病毒 

黄芪多糖--好益特 
10ml*10 支*40

盒 
18 增强免疫抗病毒 

鱼腥草注射液--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12 清热解毒、消痛排脓、利尿通淋 

柴胡注射液--山西天通 
10ml*10 支*40

盒 
8 感冒发热 

柴胡注射液--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13 感冒发热 

柴胡注射液--四川好益特 
10ml*10 支*40

盒 
12 感冒发热 

重痢康（博落回注射液）--

四川好益特 

10ml*10 支*40

盒 
16 抗菌消炎、仔猪白痢 

中盛痢停（穿心连注射液）

--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25 肠炎、肺炎、仔猪白痢 

威荷（双黄莲注射液）--

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20 外感风热、肺热咳喘 

兰倍克（板蓝根注射液）--

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20 清热解毒、发热性疾病 

双丁注射液--哈尔滨千合 
10ml*10 支*40

盒 
25 清热解毒、消痛散结、乳房炎 

抗毒多效（黄芪多糖注射

液）--河南中盛 

10ml*10 支*40

盒 
12 增强免疫抗病毒 

双黄连注射液--山西天通 
10ml*10 支*40

盒 
13 外感风热、肺热咳喘 

止喘注射液--四川新辉煌 10ml*10 支*40 28 宣肺平喘、祛痰止咳 



 

 31 

盒 

四季清注射液--四川新辉

煌 

10ml*10 支*40

盒 
18 治疗腹泻、仔猪血痢 

双黄连注射液--山西兆益 
10ml*10 支*40

盒 
12 外感风热、肺热咳喘 

热毒 119（板蓝根注射液）

--新辉煌 

10ml*10 支*40

盒 
15 清热解毒、热发性疾病 

鱼腥草注射液--山西天通 
10ml*10 支*40

盒 
8 清热解毒、消痛排脓、利尿通淋 

穿虎石榴皮散--石家庄金

元康牧 

1000g/包*20

包/件 
25 主治大肠杆菌、肠炎 

七清败毒颗粒--天津生机 500g*40 包/件 45 清热解毒、燥温止泻 

痢疾水肿泻痢一撒停（苍术

香连散）-四川佳华 
50g*200 包/件 1.2 清热、澡湿、下痢、湿热、 

七清败毒颗粒--四川好益

特 

100g*10 袋*8

盒/件 
18 清热解毒、燥温止泻 

仔猪三痢一喂痢停（三黄翁

口服液）--四川新辉煌 

5ml*20 支/盒

*120 盒 
8 清热解毒、燥温止泻 

母仔康（白龙散）-好益特 
100g*150 包/

件 
60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白龙颗粒-天津生机 200g*60 包/件 25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白头翁散（泻停锋）--河北

地邦 

1000g×15 袋/

件 
25 清热燥湿、凉血止痢 

黄芪多糖-江西中成人 
100g/包*10 包

/袋*10 袋/件 
20 抗病毒增强机体免疫力 

母仔生命 1 号（杨树花超微

粉）-新辉煌 
500g*30 包/件 25 母猪过奶、防小猪拉稀 

藿香正气散-四川好益特 
100g*30 包*5

提*150 包/件 
3 清热解署、防拉稀、收俭止泻 

清瘟败毒散-四川好益特 
100g*30 包*5

提*150 包/件 
3 清热解毒、凉血 

四黄止痢颗粒（肠胃宁）-

河北地邦 

200g×50 袋/

件 
25 清热泻炎、止痢 

四黄止痢颗粒-天津生机 500g*40 包 35 清热泻炎、止痢 

四黄米仙（四黄止痢颗粒）

-广东广牧 
100g/包*60 瓶 20 清热泻炎、止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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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枇咳（鱼枇咳散）-河南

普旺 
500g*36 包/件 30 

清热解毒、止咳平喘，主治肺热

咳嗽 

牛蟾颗粒--河北地邦 
100g/袋*60 袋

/件 
28 

清热解毒、止咳平喘，主治肺热

咳嗽、化痰 

芪贞增免颗粒--河北地邦 
100g*10 袋*8

盒/件 
20 

治补肝肾、益气固表、主治机体

免疫力低 

麻杏石甘散-北京中农华威 
500g/包*30 包

/件 
28 清热、宣肺、平喘 

咳速停--河南易达菲 
100g/包*100

包/件 
10 清热解毒、宣肺平喘、止咳化痰 

金达康（喉炎净爽）--广东

广牧 

200g 包*50 包

件 
35   

十四、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饲料添加剂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运用范围 

肉鸡后期催肥素 500g*40 包 12  用于肉鸡后期催肥 

肉禽肥宝-广西化工院 
1000g*20

包/件 
38 防啄丰羽、快大长肉 

鸡健康-广西化工院 
500g*20 包

/件 
30 促长、催肥、提高机体体抗力 

整肠肥美乐-誉诚生物

（水溶） 

1000g*15

包/件 
25 

提高免疫力、预防肌腺胃炎、调整肠道

健康、预防过料、提高家禽日增重、提

前出栏 

整肠肥美乐-誉诚生物

（拌料） 

1000g*15

包/件 
25 

提高免疫力、预防肌腺胃炎、调整肠道

健康、预防过料、提高家禽日增重、提

前出栏 

肥大金油-天津生机 
500ml*24

瓶/件 
33 优化肠道、促长催肥 

含硒微量元素-沧州大

地 

500g/包

*30 包/件 
3.5 补充微量元素 

精制鱼肝油粉-天津生

机 

500g/包

*35 包 
20 补充维生素 AD3、促进钙吸收 

金鸡肥大壮--河北地

邦 

1000g×15

袋/件 
18 

加速生长、改善肉质、增重、补充维生

素 

口服补液盐-沧州大地 200g/袋 2.3 补充电解质、补充能量、治疗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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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包/件 

口服补液盐-山西兆益 
118g/包

*80 包/件 
2.5 补充电解质、补充能量、治疗脱水 

深海鱼油（鱼肝油液）

-上海骑骠 

277ml*60

瓶/件 
14 促进钙吸收、补充维生素 AD3 

威仕帝（抗病毒）--

石家庄恒泰和 

100g/瓶

*60 瓶/件 
30 

加速生长、改善肉质、增重、补充维生

素 

水溶性浓缩鱼肝油粉-

沧州大地 

250g*40 包

/件 
6 补充维生素 AD3、促进钙吸收 

AD3E鱼肝油粉---大地 
250g*40 包

/件 
6 补充维生素 AD3、促进钙吸收 

东海鱼肝油粉-上海骑

骠 
400g*40 包 5 补充维生素 AD3、促进钙吸收 

超浓缩鱼肝油颗粒--

河北地邦 

100g×35

袋/件 
10 

抗应激、促进钙吸收、预防沙壳、软壳

蛋，修复肠粘膜、呼吸道粘膜 

霉速净--诺伟康 
1000g/包

*30 包/件 
32 饲料脱霉  

华北脱霉宝--华北制

药 

1000g/袋

×12 袋/件 
25 饲料脱霉 

e 清霉--河北地邦 
1000g/袋

*10 袋/件 
35 

破坏霉菌、吸附霉菌、保护脏器、提高

免疫力 

霉毒脱/加强 
1000g*20

包/件 
30 

定向吸附、防霉脱毒、增强免疫、安全

高效 

健胃散-山西兆益 
500g/包

*30 包/件 
8 

消食下气、开胃宽肠、伤食积滞、消化

不良 

血铁能-中农华威 520g*25 袋 135 造血、生血、补充锌、铁，补气补血 

山楂开胃灵-沧州大地 
200g/包

*50 包/件 
2.5 消食化积、开胃健脾 

多维麦芽山楂粉-四川

佳华 

600g/包

*30 包/件 
10 开胃、健脾、理气、促长、催肥 

亮健（肉禽专用）-好

益特 
500g*25 包 55 降低料肉比、改善肠道促生长 

亮健（母猪专用）-好

益特 
500g*25 包 65 

促进排乳、小猪整齐度、排肠毒、预防

便秘 

亮健（商品猪专用）-

四川好益特 
500g*25 包 75 

降低料肉比、改善肠道、改善养殖环境、

增肥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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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蛋禽用维生素预

混合饲料--生机金维

他 

1kgx16 袋/

桶 
48 

抗应激、补充维生素、增进产蛋、羽毛

光亮 

益肠元--河北地邦 
1000g/袋

*10 袋/件 
30 

调节肠道、降低料肉比、减少肠道用药、

补充维生素 

新金赛维-郑州赛维 
500 克*20

包/件 
26 增强体质、补充多维、抗应激 

参芪特补----地邦 
500gx25 袋

/件 
25 

补充维生素、增加产蛋量、调节免疫力、

抗应激 

黄芪多维-北京中农华

正 

500g*25 包

/件 
15 

提高采食、降低霉菌，提高种畜禽精子

活力、受精力、泌乳力和乳猪出生重 

禽大大-南宁大盈 
1000g/包

*20 包/件 
30 促生长、冠红、毛亮、增重 

比帝金维他-广州梅诺 
1000g/包

*13 包/桶 
50 

抗应激、补充维生素、调节机体电解质

平衡 

赛维金盾-肉畜禽专用

--石家庄市九洲兽药 

1000g/包

*10 包/件 
48 补充维生素、促进羽毛生长、冠红毛亮 

赛维金盾-蛋（种）禽

专用---石家庄市九洲

兽药 

500g/包

*20 包/件 
28 

补充维生素、提高受精率、产蛋率、延

长产蛋期 

赛维金盾（猪用）--

石家庄恒泰和 

500g/袋

*20 袋/件 
50 

快速生长、补充维生素、提高机体免疫

力、增加食量、提高受精率、预防流产、

提高仔猪成活率 

多维宝-中农华正 1kg*15 包 50 
产前产后补充能量、提高受精率、促进

排乳、出生仔猪整齐度 

肥霸 V8--易达菲 
600g/包

*50 包/件 
15 快速增长、改善肉质 

加酶益生素--河南中

盛 

500g×40

袋/件 
12 快速生长、增加料肉比、预防拉稀 

金肥康--河北誉诚 
1000g×15

袋/件 
25 

脂肪酶、复合维生素、生物素、促生长

提高日增重 

亚硒酸钠维生素 E 粉

--上海骑骠 

100g/包

*150 包/件 
1.5 

促进性腺发育、促进性成熟、抗氧化功

能，提高免疫功能、生殖功能 

维生素 K3 粉-天津必

佳 

60g*200 包

/件 
3.5 止血药、VK3 缺乏症或全身出血症 

快长 1 号--长沙为民 
1000g/包

*12 包/件 
40 

贪吃贪睡，猛生长、皮红毛亮，肉味好，

多吃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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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 1 肉猪快大素-北

京中农华正 

1000g*15

包/件 
26 

催肥保健，提高抗病能力，开胃健脾贪

睡促长，造血长肉皮红毛亮，提高日增

重，降低料肉比 

出栏提前宝（肥猪散）

-山西兆益 

1000g/袋

*10 包/件 
20 开胃、驱虫、催肥 

快大长肉王-武鸣城东 
400 克*50

包/件 
4 

促进生长催肥、长膘快，提高饲料利用

率 

快速长膘-广西大比大 
400 克*50

包/件 
6 对猪久养不大、生长慢、跳栏 

多快长-武鸣城东 
400 克*30

包/件 
3.5 对猪久养不大、生长慢、跳栏 

畜禽开胃精-广西大比

大 

200g/包

*100 包/件 
5 

促进生长催肥、长膘快，提高饲料利用

率 

肥乐肽--潍坊永昌 
1000g/包

*25 包/件 
35 开胃、催肥、防腹泻 

蛋氨酸-四川航天 
200g/包

*50 包/件 
2.5 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饲养周期 

赖氨酸-四川航天 
200g/包

*50 包/件 
2.5 提高饲料利用率、缩短饲养周期 

大蒜素--沧州大地 
1000g/包

*25 包/桶 
15 

促长、增加食欲，防止饲料霉变、抗球

虫 

大蒜素--沧州大地 
500g/包

*50 包/件 
8.5 

促长、增加食欲，防止饲料霉变、抗球

虫 

肥猪宝-小猪-广西大

比大 

2 公斤/包

*10 包/件 
16 促长、拉长骨架，提高日增重 

肥猪宝-中猪-广西大

比大 

2 公斤/包

*10 包/件 
16 改善骨架，促长，提高饲料转化率 

肥猪宝-大猪-广西大

比大 

2 公斤/包

*10 包/件 
16 促长、提高瘦肉率 

肥猪宝-母猪-广西大

比大 

2 公斤/包

*10 包/件 
16 提高产仔数、预防子宫炎、乳房炎 

阉鸡红牛维他--河南

易达菲 

500g/包

*24 包/件 
20 

减少阉后的皮下胀气、鸡冠不萎缩，让

阉鸡脚黄、毛亮、促生长 

代乳粉（500g)--四川

遂宁 

500g/包

*20 包/件 
15 仔猪补奶，帮助幼畜断奶、补充营养 

D 钙奇-天津生机集团 
500g/包

*35 包/件 
22 

用于动物缺钙引起全身骨骼疏松雏鸡腿

软，减少软壳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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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禽类（消毒剂类药物）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格 主要运用范围 

蓄噙健（月苄三甲氯

铵）--成都民生 

1000ml*12

瓶/件 
18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猪丹毒、卡他球菌、

细小病毒、口蹄有杀灭作用 

消醛铵（5%稀戊二醛）

--华北制药 

5L/瓶*4 瓶

/件 
70 

广谱、高效和速效的消毒作用、对细菌

繁体、芽孢、病毒，均有很好杀灭作用。 

清逸爽（5%聚维酮碘溶

液）--华北制药 

5L/瓶*4 瓶

/件 
120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洁仕多（5%聚维酮碘溶

液）--四川好益特 

5L/瓶*4 瓶

/件 
120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碘乐（1%聚维酮碘溶

液）--北京中农华正 
5L*3 瓶/件 100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健禽（9.3%-10.7%月苄

三甲氯铵）--成都民生 
5L*4 瓶 160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猪丹毒、卡他球菌、

细小病毒、口蹄有杀灭作用 

福尔马林（36%-38%甲

醛溶液）--成都民生 
5L/桶 x4瓶 50 

杀死细菌的繁殖体，芽孢、病毒及真菌，

刺激性强 

百毒消（95%-105%浓戊

二醛）-成都民生 
5L*4 瓶 125 

广谱、高效和速效的消毒作用、对细菌

繁体、芽孢、病毒，均有很好杀灭作用。 

百毒净（5%苯扎溴铵）

--成都民生 
5L*4 瓶 138 

对细菌，如肠道菌有很好杀灭效果，对

病毒效果弱 

劲杀（苯扎溴铵溶液）

-四川新辉煌 
5L*5 瓶/件 100 

对细菌，如肠道菌有很好杀灭效果，对

病毒效果弱 

菌毒净（2%稀戊二醛溶

液）-四川新辉煌 
5L*5 瓶/件 100 

广谱、高效和速效的消毒作用、对细菌

繁体、芽孢、病毒，均有很好杀灭作用。 

奇碘（5%聚维酮碘溶

液）-江西普润 

1000ml/瓶

*12 瓶/件 
17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复合酚-广西三晶 
500ml*20

瓶 
9 

使菌体蛋白质凝固而呈现杀灭作用，对

细菌效果强，病毒稍弱 

复合酚--成都民生 
1000ml*12

瓶/件 
25 

使菌体蛋白质凝固而呈现杀灭作用，对

细菌效果强，病毒稍弱 

古迪安（戊二醛葵甲溴

铵溶液）--天津生机 

500ml*24

瓶 
20 可杀灭细菌的繁殖体和芽孢真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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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菌灵（二氯异氰尿酸

粉）-成都民生 

500g*20 瓶

/件 
15 

在水中分解为次氯酸和氰脲酸，从而对

细菌原浆蛋白产生氯化和氧化，反应而

呈杀菌作用 

碘乐（1%聚维酮碘溶

液）--北京中农华正 

1000ml*15

瓶 
18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中盛高碘（5%聚维酮碘

溶液）--河南中盛 

1L×15 瓶/

件 
35 

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新陈代谢而使之死

亡，对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杀灭作

用。 

中冠 5 号（过氧乙酸溶

液）--广州中冠 
4L*6 瓶 135 

具有强氧化性，使细菌、真菌等死亡，

从而起到消毒功能 

十六、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特殊产品一览表 

产品名称与厂家 包装规格 
价

格 
主要运用范围 

EM 原液--南昌亿隆

达 

1公斤*15瓶/

件 
25 

调节肠道菌群，改善养殖环境，提高饲

料转化率，也可用于水产及种植。 

四维速奇（10%替米

考星溶液）--石家庄

金元康牧 

100ml/瓶*60

瓶/件 
25 针对家禽支原体等引起的慢性呼吸道病 

硫酸新霉素溶液--

石家庄金元康牧 

100ml/瓶*60

瓶/件 
25 

用于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胃肠道感

染 

氟苯尼考粉（鸭鹅

宝）-许昌华原 

1000gx30 包/

件 
28 主要用于鸭浆膜炎及大肠杆菌 

鸭卫士（盐酸林可霉

素）-开封联昌 

500g/包*25

包/件 
28 家禽感冒发热和慢性呼吸道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

性粉（鸭疫康）-许

昌华原 

500g*60 包/

件 
18 鸭鹅肠道感染 

威力克（氨苄西林钠

可溶性粉）-开封联

昌 

500克*25袋/

箱 
25 主要用于大肠杆菌及鸭浆膜炎 

优威欣（盐酸沙拉沙

星可溶性粉）-开封

联昌 

500g*25 包/

件 
28 用于细菌性引起胃肠道感染 

1.0g 注射用阿莫西

林钠--上海公谊 

1g*10 瓶/盒

*45 盒 
20 

主要用于对敏感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

兰氏阴性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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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硫酸链霉素

100 万单位--上海公

谊 

50 瓶/盒*20

盒/件 
35 主治革兰氏阴性菌感染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

注射液 10%-上海公

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5.4 

全身系统感染：高热病、附红细胞体、

链球菌、嗜血支原体等细菌、病毒引起

的混合感染等。 

0.1%地塞米松磷酸

钠注射液-上海公谊 

5ml*5 支/盒

*200 盒/件 
2.8 

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

病 

10%硫酸卡那霉素注

射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4.9 

对皮肤和软组织、消化道、呼吸道、泌

尿生殖道的多种革兰氏阴性、阳性细菌

感染都有很强的抗菌活性。 

10%维生素 C注射液-

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2.8 

用于防治坏血病，也可用于各种急慢性

传染性疾病辅助治疗。 

2.5%维生素 B1 注射

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3.2 

用于维生素 B1 缺乏引起的周围神经炎、

消化不良等的辅助治疗。 

20%磺胺嘧啶钠注射

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5 

本品主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感染，也可

用于猪弓形虫病。 

30%安乃近注射液-

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3.8 

解热镇痛药，具有较强的镇痛、消炎、

解热、抗风湿作用。 

4%硫酸庆大霉素注

射液-上海公谊 

5ml*5 支/盒

*200 盒/件 
4.5 

主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败血症、泌尿生

殖系统感染、呼吸道感染 

安痛定注射液-上海

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3.5 

用于动物的解热镇痛和抗风湿，治疗肌

肉痛、关节痛和神经痛等。 

复方氨基比林注射

液-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5.1 

用于治疗发热、头痛、关节痛、神经痛、

风湿痛 

复合维生素 B注射液

-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3.5 

用于营养不良及因缺乏维生素 B 类所引

起疾患的辅助治疗 

林可星-上海公谊 
10ml*5 支/盒

*200 盒/件 
3.8 

主要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菌、支原体和

猪密螺旋体等感染。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

液-山西兆益 

5ml*5 支/盒

*180 盒/件 
2.9 

主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败血症、泌尿生

殖系统感染、呼吸道感染 

安乃近注射液-山西

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2.9 

解热镇痛药，具有较强的镇痛、消炎、

解热、抗风湿作用。 

安痛定注射液-山西

兆益 

5支/*120盒/

件 
2.8 

用于动物的解热镇痛和抗风湿，治疗肌

肉痛、关节痛和神经痛等。 

板蓝根注射液（解热

排毒舒）-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1.3 

流感发热、病毒性肺炎、上呼吸道感染

及某些发热性疾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7%BB%84%E7%BB%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8%E5%8C%96%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BC%E5%90%B8%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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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注射液-山西兆

益 

5 支/盒*120

盒/件 
3.8 

家畜流感发热、感冒、耳尖冰凉、眼睑

浮肿、低温厌食等症。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

射液-山西兆益 

5 支/盒*180

盒/件 
1.7 

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

病 

穿心莲注射液（肠舒

宁）-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1.5 肠炎、肺炎、仔猪白痢 

复方氨基比林注射

液-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4 

用于治疗发热、头痛、关节痛、神经痛、

风湿痛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2 

胃肠道平滑肌痉挛、麻醉前给药（制止

腺体过度分泌）、有机磷酸酯类中毒

等。  

硫酸卡那霉素注射

液-山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3.3 

对皮肤和软组织、消化道、呼吸道、泌

尿生殖道的多种革兰氏阴性、阳性细菌

感染都有很强的抗菌活性。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

山西兆益 

5支/盒*80盒

/件 
10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及垂体功能减退

症，也用于过敏性和炎症性疾病，抢救

危重中毒性感染。 

维生素 B1注射液-山

西兆益 

10ml*5 支

*120 盒/件 
1.9 

用于维生素 B1 缺乏引起的周围神经炎、

消化不良等的辅助治疗。 

维生素 C 注射液-山

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1.9 

用于防治坏血病，也可用于各种急慢性

传染性疾病的治疗。 

乙酰甲喹注射液-山

西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2.1 

主要用于密螺旋体所致猪痢疾及细菌性

肠炎等病症。 

疫毒清（黄芪多糖注

射液）-山西兆益 

10ml/支*5 支

/盒*120 盒/

件 

2.1 
各类病毒型感染引起的高热病及无名高

烧、发热。 

鱼腥草注射液-山西

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3.8 清热，解毒，利湿。 

止血敏注射液（酚磺

乙胺注射液）-山西

兆益 

5 支/盒*120

盒/件 
3 

用于防治各种手术前后的出血，也可用

于血小板功能不良、血管脆性增加而引

起的出血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山西兆益 

5支/盒*80盒

/件 
3 

治疗钙缺乏，急性血钙过低、碱中毒及

甲状旁腺功能低下所致的手足搐搦症。 

樟脑磺酸钠注射液-

山西兆益 

10ml*5 支/盒

*120 盒/件 
3 低温、中毒、产后引起的不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7%BB%84%E7%BB%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8%E5%8C%96%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BC%E5%90%B8%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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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广西助农公司营销部分管区域联系方式一览表  

组号   部门负责经理联系方式      分管区域  

1 组 刘小任 18176895589，黄宇宾 13878808412  

分管区域：科技超市、南宁市、广东，科技超市固定电话：0771-3815862  

2 组 覃瑞仁 15978108478，韦秀连 13877144462  

分管区域：网络营销、国外、广告群发，网络部固定电话：0771-3800156  

3 组 梁土钦 18275778049，韦慧宇 15078859472  

分管区域：崇左市、百色市、防城港市、北海市，四川、重庆、海南  

4 组 兰海蕉 13481069281，梁玉松 18878794730  

分管区域：桂林市、柳州市、贵港市，湖南、福建、江西、台湾、北京、天津、河北、

浙江 

5 组 闭云昀 13481100233，蒋恒辉 18807719093  

分管区域：钦州市、贺州市，江苏、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山西  

6 组 黄兴德 15807808895 

分管区域：河池市、来宾市，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安徽、山东  

7 组 林海源 18648949586 

分管区域：玉林市、贺州市、贵州、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宁夏  

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广西南宁市安吉路 35 号 A 栋 26 号（南宁市饲料兽药禽苗市场内）   

电话： 0771-2204816 3800156 3815862 2308519 

客服电话和企业 QQ 均为：400-030-9099 

服务微信公众号：gxzn-99 

邮编：530001 

网址：ww.fjc001.com，www.zn99.com，www.gxzn.cc   

淘宝店：gxzn99.taobao.com   

天猫店：zncwyp.tmall.com   

信箱：130966868@qq.com   

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号信息    

①农行帐号 95599 8083 98236 24615，户名：蒋爱国，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友

爱支行；   

②工商银行账号 955882210 2001 339967 ，户名：蒋爱国，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宁

市安吉支行；   

③邮政账号：6221886110 0057 83537，户名：蒋爱国，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宁

市友爱支行安吉分理处；   

④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6231 3305 0051 1329 612，户名：蒋爱国，开户行：广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南宁市联社安吉分理处；   

http://www.fjc001.com/shengtaifuwu/ww.fjc001.com
http://www.fjc001.com/shengtaifuwu/gxzn99.taobao.com
http://www.fjc001.com/shengtaifuwu/zncwyp.tmall.com
mailto:1309668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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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对公帐号：公司名称：广西助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江南支行，帐号：20-019201040005467。 

微信转账请添加 18076549930 或 15578100088 为好友（还可以咨询技术与业务问题），

支付宝转账 13557010497（蒋爱国，公司收款账号） 

 


